
本报记者 原文钊

9 月 11 日，在天河公园园艺
花园首届盆景艺术展现场，前来
参观展览的市民络绎不绝，参展
作品令人流连忘返、赞不绝口。

“盆景是我国优秀传统艺术珍品，
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被誉为

‘立体的画’‘无声的诗’。”市民孔
先生说，如今，我市园林绿化水平
显著提升，为城市赋予更多文化内

涵，城市园林绿化景观成了“精致
城市、品质焦作”新亮点。

作为城市园林绿化景观建设
的重要力量，“园林铁军”是市
委、市政府致力打造“精致城
市、品质焦作”的主力军、先锋
队，肩负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新时代历史使命。

近年来，市园林绿化中心认
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

“四城联创”工作各项安排部署，
牢固树立为民创建和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以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为
抓手，大力实施“6111”园林绿
化系统工程，有效提升城市绿地
品质、生态效益。特别是今年年
初以来，该中心坚持以党建带群
建促创建，深化推进党建“五星
工程”、创响红色“凡”星品牌工
作，创新延伸“增辉党旗、增亮
党徽”暨园林工匠、园林标兵、
园林能手、园林管家、园林卫士
评选和技能竞赛活动，不断激发

广大干部职工勇于担当、无私奉
献、精益求精的工作热情，为打
造勇立潮头的“园林铁军”提供
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四城联创’只有起点，没有
终点。市园林绿化中心将始终坚
持党建引领，推动园林绿化事业

蓬勃发展，在‘精致城市、品质焦
作’建设的征程中勇立潮头、砥砺
奋进。”该中心党委书记范杰说。

“ 四 城 联 创 ” 工 作 开 展 以
来，市园林绿化中心多措并举提
升城市园林景观高质量建设和精
细化管理水平，基本完成大沙河
（上游） 郊野公园、大沙河 （核
心段） 滨河公园、南水北调绿化
景观带、白鹭湖湿地公园、龙翔
矿山遗址公园、黎明脚步山地公
园 6 个重点项目建设和改造任
务；（下转第二版⑤）

勇立潮头再出发
——看“园林铁军”以高质量园林绿化事业助力“四城联创”

⑩

本报记者 朱晓琳

在城区东部，有一个在建的我市十大基础设施重点项
目——东海大道。该道路北起焦辉路 （国道207），南至
S104 （国道327），全长20.08公里，规划为城市主干路，
是我市规划三环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我市货运交通和
过境交通功能，打通了城市“外循环”。

近日，记者在东海大道各路段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
顶着烈日忙施工，项目建设热火朝天。东海大道与解放路
交叉口附近，压路机、摊铺机在施工作业；施工车辆在东
海大道新河桥路段进行桥面施工……

马村区穿铁工程是东海大道重点工程路段。施工现
场，80多名工人分5班全天24小时施工。目前，该工程
路段的钢筋加工棚等临建工程已经完成，正在进行边墙及
地板施工，预计明年6月底下穿铁路部分可实现贯通。

目前，东海大道焦辉路至秦庄路段，除焦煤集团韩王
支线和解放路口外已经基本贯通；秦庄至山门河路段为下
穿铁路部分及U形槽正在预制下穿张弓物流箱涵；山门
河至丰收路段基本贯通；丰收路至大沙河路段的所有桥梁
已架设完毕，其中新河桥正在进行桥面施工，青年河和大
沙河桥面的混凝土已铺装完毕；大狮涝河桥桩基完成施工
26根……

预计今年年底，东海大道大沙河以北路段除铁路外均
可实现贯通；明年6月1日基本完工。

2017年6月28日开工以来，市委、市政府对此项工
程高度重视，市委书记王小平，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
显，市领导杨娅辉、葛探宇、乔学达、韩明华、闫小杏等
多次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下转第二版③）

市十大基础设施重点项目之东海大道项目——

“东海蛟龙”助力跨越大发展

本报讯（记者陶静）十余家参
展房企优惠“放价”，给力促销；主
办方舞台节目异彩纷呈，市民热情
参与……昨日，备受广大市民关注
的2020年焦作秋季房展会暨焦作日
报社读者感恩回馈季活动，在焦作
万达广场圆满落幕，为期两天的房
展会吸引众多市民到场，登记意向
客户千余组，人气高、品牌多、促
销给力的房展会为广大市民提供了

难得的“金九”购房盛宴。
作为我市主流媒体，焦作日

报社自 2008 年起，已成功举办 20
余届房展会及房车文化节。今年
秋季，焦作日报社在开发商与消
费者之间再次架起沟通桥梁，在
人气火爆的焦作万达广场举办秋
季房展会暨焦作日报社读者感恩
回馈季活动。本次活动旨在全面
展示我市主流楼盘，为广大消费

者提供省心、省力、省时、省钱的
“一站式”购房服务，同时也为
《焦作日报》《焦作晚报》读者提供
高质量征订服务。

本次活动参展房企多，房源充
足，从 40 平方米的小户型到 200 多
平方米的大平层墅院应有尽有，优
惠“红包”给力，缴纳1万元享3万
元优惠，购房送家电大礼包，房价
最高打7折，（下转第二版④）

2020年焦作秋季房展会暨
焦作日报社读者感恩回馈季活动圆满落幕

秋季开学以来，
解放区把思政课作为
中小学校立德树人的
重要课程来抓，在
24 所中小学校开设

“思政课堂”，着力强
化教研引领、业务培
训、课程创新、资源
拓展，全面推进中小
学校思想政治建设，
培育新时代好少年。

图为 9 月 11 日，
解放区幸福街小学教
师正利用沙盘为学生
讲述革命历史。

李良贵 摄

思政课培育
新时代好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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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
●证监会就加强私募基金监管规定征求意见
●第二轮第二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已问责21人
●全国工商联：累计有10.95万家民营
企业参与“万企帮万村”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幽门螺杆菌耐
药地图

●我国自主研发的6比特超导量子计算
云平台上线

（据新华社）

扫
描
二
维
码
看
全
文

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李铮、张海
涛、马涛） 9月12日，河南省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推进会议暨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在郑州召
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抓住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即将出台的战略机
遇，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交流学
习贯彻成果，完善工作思路举措，更加有
力地推动重大国家战略在我省落地见效。
省委书记王国生主持并讲话，省长尹弘出
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刘伟出席。

会议指出，要充分肯定成绩，坚定抓
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信心决心。
去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发出“让黄
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强
调黄河河南段是下游治理的重中之重，赋
予我们重大使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把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摆在事关全局的重
要位置，省里成立由省委、省政府主要
领导担任双组长的领导小组，召开 3 次
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重大问题，召开省委
全会、全省文化旅游大会、河长述职会
议等进行部署，以扎扎实实的作风推进

各项工作，动员全省上下共同投身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治理。我们坚持谋划长远和干
在当下相统一，从看准的事情抓起，实施
一批标志性、引领性工程，推动重点工作
实现突破，以生态廊道建设为抓手强化沿
黄地区生态保护，以国土绿化提速行动为
抓手建设森林河南，以重大防洪工程建设
为抓手确保黄河安澜，以“四水同治”为
抓手开展综合治理，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治理为抓手带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共同
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实现良好开
局。经过一年的努力，大家对黄河的感恩
之心、敬畏之心、呵护之心更加强烈，各
地各部门的重视程度和全社会的参与程度
越来越高，保护治理黄河的氛围更浓了，
践行新发展理念更加自觉了，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更多了，中原儿女的文化自信更强
了，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是先手
棋，高质量发展是必答题，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治理的成效正在逐步显现。在这次抗
疫斗争伟大实践中，1281名医务人员白衣
为甲、驰援湖北，亿万河南人众志成城筑
牢“中原防线”，70 个集体和个人受到国
家表彰，展现了黄河儿女百折不挠的刚健

风骨，彰显了黄河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巨
大感召力。

会议强调，要把牢正确方向，坚决担
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重大使命。准
确把握保护和治理的关系，全力以赴

“保”，系统全面“治”，不断提升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准确把握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
系，深刻认识抓生态保护就是抓高质量发
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更好保护生态，
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准确
把握黄河内外的关系，坚持上下游、干支
流、左右岸协同推进，推动流域保护治理
融合贯通。准确把握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关
系，牢牢抓住保护黄河的目标、治理黄河
的重点，统筹推进综合治理、系统治理、
源头治理，推动全省生态系统整体好转。
要进一步深化对河南生态地位重要性的认
识，更加自觉地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战略
任务；深化对确保黄河安澜严峻性的认
识，更加自觉地加强防洪体系建设；深化
对水资源这个最大刚性约束的认识，更加
自觉地推动用水由粗放低效向节约集约转
变；深化对黄河流域环境问题复杂性的认
识，更加自觉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

理取得新成效。
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不断提

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水平。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坚持大保护、大治理，统筹推进治、
建、管各项工作，探索走好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路子，努力打造大江大河保护治
理的河南范本，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要加快沿黄生态廊道建设，在“点”
上彰显特色，在“线”上强化贯通，在“面”
上注重统筹，把不同河段廊道连起来，
把沿黄公园、湿地、景观串起来，注重
与南水北调中线、明清黄河故道、大运
河等生态廊道相衔接，形成全河一体布
局、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打造连续完
整、功能多样、景观多彩、绵延千里的
绿色长廊，加强生态涵养和修复，推进
自然保护地建设，带动全省生态保护修
复提质升级。要提升防洪减灾能力，聚
焦流域防洪、河道和滩区治理，完善水
沙调控机制，实施河道和滩区综合提升
治理，健全防洪减灾体系，牢牢守住水
旱灾害防御的底线，全力保障黄河长久
安澜。（下转第二版①）

河南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进会议暨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强调

牢记嘱托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
生态优先开创保护治理新局面

王国生尹弘出席并讲话 刘伟出席

本报记者 陈 彬
本报通讯员 崔新娟

曾经“雨后成海踏浪归”，今日
“雨污分流除积水”；曾经“旧巷留印
尘泛墙”，今日“红翻翠涌闹两旁”；
曾经“枯梗残叶沉浮落”，今日“十里
初发菡萏香”。这一幕幕既丽且康、民
富文昌的景象，是温县创建国家卫生
县城的丰硕成果。今年8月底，温县人
欣喜地拿到了国家卫生县城的牌子。

“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是优化投资环
境、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
德政工程和民心工程。”温县县委书记
毛文明说，“我县在国家卫生县城创建
中，以打造‘功能合理完备、人文特
色突出、管理科学规范’的宜居城市
为目标来‘雕琢一城品质，共创一城
健康，汇就一城温暖’，不断触动城市
的每一根‘血脉’，激活社会的每一个

‘细胞’，让卫生与健康渗入城市‘骨
髓’，根植于每个温县人的心中。”

雕琢一城品质

“不过两年没咋回老家，咱温县就
变得这么好看！”从上海回到家乡温县
祥云镇的刘先生看到郁郁葱葱的绿
地、宽阔整洁的公路、碧波荡漾的水
系禁不住感叹，隔几百米就有一座公
厕，走几步就有果皮箱还能见游园，
这景致一点都不输大城市。

针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
的短板，温县大力提升城市承载能力
和综合服务功能，通过建设第二污水
处理厂、南水北调水厂等，提升了水
环境质量；通过环城水系、绿色廊道、城区游园提质建设，形成
了“一街一景、一园一色”的园林风格；通过对游园公园、主要
道路、老旧城区、背街小巷等实施亮化提升工程，形成了点线面
相结合、水陆空相辉映的亮化网络。

曾经拥堵不堪的黄河路氤氲着濯心的文明之风。温县在城区
重要道路整治提升工程中，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准、一路一
策、一路一景”原则，以美化、净化、绿化、亮化为抓手，立足
治脏、治乱、治差、治堵，避免大开大挖、大拆大建，用最小的
投入、长效的管理，实现环境净化、交通顺畅、生态优美、舒适
宜居、安宁和谐。

曾经脏乱差的利民巷平添诗意。温县围绕“清、拆、规、
修、亮、刷、治、绿、改、文”的提升要素，实行“门前三包提
颜值，重拳出击拆违建，安全有序除废线，修复残垣堵破墙，景
观照明靓夜景，清除广告刷墙体，综合治理清占道，拓面植绿增
景观，改水改气宜民居，文润民心赏丹青”，让一条条背街小巷
融入水墨丹青，让群众回家的路上满目风景。

共创一城健康

“好的环境大家共建共享。在我们医院，几十名党员干部主
动加入创卫队伍，每天7时前排班上岗，（下转第二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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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第二版今日推出金融机构负责人访谈报道

经市政府批准，全市定于9月18日10时至10时31分试
鸣防空警报。

防空警报试鸣信号种类为：
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重复3次为一个周

期（时间为3分钟），试鸣两个周期，间隔3分钟。
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重复15次为一个周期

（时间为3分钟），试鸣两个周期，间隔3分钟。
三、解除警报：连续试鸣3分钟，试鸣一个周期。
四、每种警报间隔5分钟，共31分钟。
提醒大家注意收听和识别人民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

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焦作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0年9月11日

焦作市人民防空办公室防空警报试鸣公告

当好新金融当好新金融实践先行者实践先行者
——访中国建设银行焦作访中国建设银行焦作分行党委书记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李立毅行长李立毅


